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一、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分配表 

序

号 
姓名 职务 

授予期

权额度 

(万份) 

获授权益占授

予总量比例 

标的股票占总

股本的比例 

1 陈威 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94.00 2.19% 0.04% 

2 张莉 董事、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94.00 2.19% 0.04% 

3 翁继强 副总经理 85.00 1.98% 0.04% 

4 张庆成 纪委书记 85.00 1.98% 0.04% 

5 吴亮明 副总经理 85.00 1.98% 0.04% 

6 吴亚春 副总经理 85.00 1.98% 0.04% 

7 郑斌 财务总监 85.00 1.98% 0.04% 

8 董宇航 董事会秘书 70.00 1.63% 0.03% 

9 顾卫东 总经理助理 70.00 1.63% 0.03%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72 人） 2681.40 62.46% 1.25% 

预留部分 858.6 20.00% 0.40% 

合计 4293 100.00% 2.00% 

二、 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骨干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张维伟 总部中层管理 

2 任鑫 总部中层管理 

3 莫非梁 总部中层管理 

4 胡一洋 总部中层管理 

5 朱桂华 总部中层管理 

6 邱晓虹 总部中层管理 

7 杨健源 总部中层管理 

8 林新武 总部中层管理 

9 陈锋 总部中层管理 

10 蔡连财 总部中层管理 

11 李陵 总部中层管理 

12 梁杰 总部中层管理 



13 周舟 总部中层管理 

14 陆海鸣 总部中层管理 

15 陈望权 总部中层管理 

16 徐嘉骝 总部中层管理 

17 徐国信 总部中层管理 

18 张光裕 总部中层管理 

19 杨涛 总部中层管理 

20 林立兵 总部中层管理 

21 林旭东 总部中层管理 

22 张丛 总部中层管理 

23 张庆华 总部中层管理 

24 戎文莹 总部中层管理 

25 叶苑群 总部中层管理 

26 孙雄 总部中层管理 

27 王雷 总部中层管理 

28 陈春 总部中层管理 

29 方少彪 总部中层管理 

30 陈少林 总部中层管理 

31 严少波 总部中层管理 

32 胡永华 总部中层管理 

33 陈力 总部中层管理 

34 郭芝鸿 总部中层管理 

35 黄其祥 总部中层管理 

36 陈芳 总部中层管理 

37 刘云武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38 李伟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39 谭力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40 陈昆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41 叶健忠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42 林曦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43 金备源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44 李毓骐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45 廖伟文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46 王珂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47 蔡羽健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48 陈建钦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49 吴杰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50 蒋宗传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51 叶发明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52 佘松亮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53 陈钊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54 洪舸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55 张放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56 张莲芳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57 姬宝文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58 洪颖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59 马志华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60 章耀亮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61 马云涌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62 程一高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63 何向宁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64 王伟彬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65 林民育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66 张卓雁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67 林远平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68 闭晴安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69 黄雁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70 吴学东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71 周佳忠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72 李伟 下属单位核心骨干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